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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开奖公告

开奖公告

齐鲁
全省首家物流法庭挂牌 男子顺手牵羊偷手机

销赃时竟登记身份证

3D第2018D025期：6、4、7
双色球第2018012期中奖号码为：

11、12、13、19、26、28 蓝球：12
2018年1月28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百态

据齐鲁壹点报道，近日，济宁男子薛

某在青岛市区路过一家便利店时，发现店

内只有一人值班，他买烟付款时，瞅见了

店主手机的解锁密码。在店主将手机放回

抽屉后，薛某趁机溜到柜台直接将手机偷

走。当他向一家通讯店销赃时，竟留下身

份证信息。警方接到报警后，据此信息很

快将藏匿在老家的薛某抓获。

排列3第18028期中奖号码为：3、1、3。
下期奖池奖金：9,624,282 . 28元。

排列5第18028期中奖号码为：3、1、3、4、
7。下期奖池奖金：238,737,972 . 82元。

7星彩第18012期中奖号码为：3、9、2、7、
5、4、1。下期奖池奖金：3,344,880 . 20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46 . 35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月28日

章丘区民政局创建的“章丘12349民
政综合服务平台”,意在为老人打造全方

位、全天候、标准化、专业化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机制，为老年人的生活排忧解难。

目前，与民政综合服务平台

签约的线下服务商家有109
家，只需拨打一个电话———

12349，平台工作人员就会

帮老人联系对应的服务商

家，上门服务。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肖阳

孕妇雪夜被困高速
高速交警迅速护送就医

出租车拒载被查将停运7天
“96576”24小时受理乘客投诉

我省服务进出口增长15 . 2%
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2017

年，全省服务进出口3528 . 1亿元，同比

增长15 . 2%。其中，出口1692亿元，增长

12 . 1%；进口1836 . 1亿元，增长18 . 2%。

服务进出口占外贸(货物与服务进出口

之和)比重为16 . 5%。 记者 段婷婷

我省旅游饭店行业
发布加强服务规范倡议书

近日，为了给市场一个安全、放心的

饭店服务形象，促进旅游饭店行业的健

康运行，山东旅游饭店协会向全体会员

企业发出倡议，号召全体会员企业强化

行业服务规范，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

质量意识，严格遵守饭店业各项质量管

理准则，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内部监管，建

立诚信制度，为旅游市场提供有品质、可

信任的饭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记者 张淑芬

交通进行时

滨州高新交警开展
驾驶员违法“清零”行动

上路遇查酒驾
酒司机逆行逃跑被堵

1月26日晚，德州交警支队直属四

大队查车时，齐某驾驶一辆小型汽车左

右摇摆靠近检查点。就在民警留意该车

的异常情况时，该车降低车速，突然掉

头逆向行驶。不过由于有车驶来，司机

无法继续逆行，这才将车停下。民警立

即通过喊话器命令其靠边停车，停车后

民警依法对其进行盘查，发现司机浑身

酒气。

经检测确认，该司机酒精呼气测试

值为42mg/100ml，达到酒驾标准。民警

对司机酒驾行为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同

时告知其不该酒后开车，更不应该看到

交警掉头逃跑，这是将自己和他人的安

危置之不理。民警随后将车辆暂扣，将

司机带至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规

定，该车司机被记12分，罚款1000元，驾

驶证暂扣6个月。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于小晴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内驾驶员交通安

全意识，督促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法律法规，倡导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

近期，滨州高新交警大队根据市交警支

队工作部署对辖区多次交通违法未处

理的驾驶员开展交通违法“清零”行动。

高新交警通过电话联系、下村走访等方

式督促驾驶员尽快对交通违法进行“清

零”，并以此次行动为契机，教育、引导

驾驶员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杜绝

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不良驾驶行为，进

一步避免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刘婷婷

播报

1月28日凌晨2点35分，德州高速交

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因大雪导致的

交通管制，G3京台高速鲁冀站有一辆大

客车被困，车上有一名孕妇即将临盆，请

交警安排护送。收到消息后，德州高速交

警支队迅速通知一大队立即出警护送孕

妇就医。从接到报警到完成交接工作，仅

仅用了25分钟，随后交警把孕妇安全送

到医院。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武莹莹

27日15时多，山东临沂消防支队平

邑县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在浚河西岸

银花桥南侧有儿童落水。天寒地冻，需要

尽快救援。消防员到场后，来不及等冲锋

舟下水，第一时间赴冰河中救人。第一名

战士冻僵后，第二名战士迅速下水接替向

岸边游。

在大家努力下，终于把孩子救了上

来，幸运的是孩子还有微弱呼吸。与此同

时，其他救援人员也乘坐冲锋舟下冰河救

人。但是不幸的是，这位8岁下河救哥哥

的孩子已经无生命特征，先落水的哥哥被

救活了。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张超 赵美林 陈健

哥哥冰河落水
弟弟救哥遇难

机智少年闻到焦味后
挨家敲门救了整楼人

据《山东商报》报道，近日，青岛一小

区14岁的少年回家时闻到一股焦糊味，他

放下书包后开始从顶楼一路排查，最后终

于查找到火灾隐患源头，他及时拨打了

119。原来他所在的楼房302住户蒸包子，突

然有事外出，忘记关闭炉子点火开关，等到

消防人员打开门时，煤气

灶上的锅早已烧穿，锅里

的包子已化为焦炭，煤气

还在不停地燃烧，情况很

危险。幸亏这位少年机智

仔细，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的发生，救了整楼的居民。

济南西站受降雪影响
40多趟高铁停运

受降雪天气影响，截至1月28日上

午 8点半，济南西站已经停运G1 1 2、
G120、G114、G117等40多趟高铁列车。

车站工作人员说，请购买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及时办理改签或退票手续，以免

耽误行程。在网上购票还没有换取纸质

车票的旅客，可直接在12306网站或手

机客户端办理，停运列车的车票可在30
天之内退票。 记者 王健

服务

省城两大蔬菜市场
日供应3000吨蔬菜

近日，生活日报揭晓了“2017
济南市民最满意的金融品牌评选

活动”最终获奖名单。按照读者

(网民)投票、评审团评议、活动组

委会评议等程序，以4：3：3的权

重，最终平安汽车保险与平安合

家欢综合保险计划以 4 2 . 8 6%、

36 . 54%的得票率，斩获了济南市

民最满意的车险产品和最满意的

家庭财险两个奖项。

平安产险凭借强大的科技金融

研发实力、卓越的市场表现、持续的

产品创新及优秀的客户体验，平安

车险、财产险连续七年蝉联“C-BPI
车险及财产险行业”中国品牌力第

一名，获评2017年“C-NPS车险行业

中国顾客推荐度指数第一名”，荣获

“黄金品牌”称号；在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主办的“中国顾客满意度”调查

中，蝉联汽车保险行业客户满意度

第一名。平安产险率先推出车险理

赔爆款服务“510极速查勘”及“车险

理赔一键包办”，除车险理赔服务

外，平安产险深入挖掘财产险客户

的不同需求，逐步完善“线上+线下”

客户服务体系。2018，平安产险已全

面开启“AI+车险理赔”应用场景的

探索与尝试，开启AI服务新纪元，为

客户打造更加高效、便捷、透明、贴

心的服务体验。

平安产险斩获“2017济南市民最满意的金融品牌评选活动”两项大奖

章丘109家服务商
签约养老服务平台

为了帮助泉城“新市民”——— 环卫职工

将“爱心书籍”带回家，让他们的孩子能够

拥有更多、更好的读书机会，1月15日至2月
4日，历下区发起“情暖历下 让爱回

家”——— 微爱行动之公益捐书活动，并在28
日参加舜井商圈的“宽厚里年货大集”，现

场收集1000多册来自群众、商圈企业及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的书籍捐给了环卫工。

历下区为环卫工人
捐书1000余册

我省启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据《大众日报》报道，按照国家安监

总局相关部署，为坚决遏制钢铁企业重

特大事故发生，即日起，我省将对全省

范围内有高炉、转炉、电炉生产设备的

钢铁企业开展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王舍人片区冻结两地块
近日，历城区确定了工业北路凤凰路

交叉口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围。该项

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为：地块一北

至工业北路，南至胶济铁路，东至朝山街，

西至凤凰路；地块二北至万象新天地块，南

至工业北路，东至凤凰路，西至世茂地块。

冻结期限为2018年1月24日至2019年1月23
日。 记者 赵国陆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交通厅网站获悉，济南将出重拳整

治出租车拒载行为，加强对济南西站及周边巡查，规范查处

不在通道内候客的出租汽车。一旦发现拒载行为，查证属实

后给予车辆停运7天顶格处罚，并记入驾驶员和公司年度服

务质量信誉考核。主管部门将引导乘客正确乘坐出租汽车，

加强与铁路部门沟通联系，建议其在西站出站通道内醒目

位置设置乘坐出租汽车标识标牌，加强宣传，引导乘客在站

内出租汽车候客通道选择乘坐出租汽车。据悉，“96576”出
租车服务热线24小时受理乘客投诉，第一时间核实处理反

映问题，达到“受理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效果，坚决维

护乘客合法权益，营造良好乘车氛围。 记者 王健

春节回家带重物品省事了
济南西站正式开通“高铁顺手寄”

28日，记者从中铁快运济南分公司获悉，从2017年12月
25日起，铁路部门开始为期一个月的“高铁顺手寄”快递业务

试运行，目前已在北京南、天津西、济南西、南京南、上海虹桥

5个高铁站正式开通此业务。

中铁快运济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旅客的个人物

品、站内购买的土特产品及不便携带进站上车的物品，可在

安检处、服务台，选择“高铁顺手寄”便民服务。

目前“高铁顺手寄”有“标准”和“特惠”两款产品供旅客

选择，首重最低价格分别为23元和13元。“标准”快递产品最

快次日18点就可以送货上门，“特惠”产品最快隔日23：59前
送达。 记者 王健

省文化馆有两大书画大展
展期都在春节期间，作品都是精品

2月3日-2月8日，“戊戌大吉—全国实力派名家展”将

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遴选了北京和山东两地颇

具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画艺术家，分别是沈光伟、李学明、范

扬、张志民、宋丰光、林容生、何加林、张望、常朝晖、张宜等，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以翰墨迎新年，展出十位艺术家近期

精品创作一百余幅。

另外，2月6日---2月28日，“我们的中国梦争做红色文

艺轻骑兵”书画交流展也将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共展出张

宝珠、冯增木、刘勤敬、王克泉等在内的60多名山东著名书

画家创作的书画作品百余幅。内容紧扣十九大主题，生动活

泼、精彩纷呈。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肖阳

章丘征收老城区一棚改地块
章丘区日前决定启动龙泉路两侧供

销社宿舍周边棚改项目，对国有土地上的

房屋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世纪西路以西、

明埠路以东、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北、山阳

村以南。3月16日起实施搬迁，2018年3月
30日前完成。 记者 赵国陆

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迎来雨雪严

寒天气，给交通造成很大影响，济南市民

的菜篮子供应咋样？记者从济南市商务

局获悉，目前市场供应充足、供销平稳，

市民肉菜能管够。济南市商务局负责人

介绍说，从济南市匡山、七里堡两大蔬菜

批发市场情况看，蔬菜市场日上市供应

量分别保持在2000吨、1000吨左右，与

前期上市量基本持平，蔬菜市场供求与

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记者 段婷婷

近日，全省首家物流法庭——— 济南市

历城区人民法院物流巡回法庭，在济南零

点物流港(园区)挂牌成立并投入运行。

历城区物流企业多，收到的涉及物流行业

的案件也相对较多，案由分散在交通事

故、劳动合同等多个方面，每年大约有

200多件。为了方便有关企业、个人解决

纠纷，历城区法院在零点物流港内设立巡

回法庭，可当场立案、就地开庭。历城区法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巡回法庭设有法官助

理、律师，并在协会、企业设置专门联络

员，律师每个月回2-3次轮流进行现场咨

询，同时设置了咨询电话89939100随时

提供法律咨询。 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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